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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6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卫士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33 

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
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。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卫士通 股票代码 002268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

姓名 胡凯春 

办公地址 成都高新区云华路 333 号 

电话 028-62386166 

电子信箱 westone_dm@163.com 

2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√ 是 □ 否  

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

其他原因 

 本报告期 
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

期增减 

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565,079,949.77 477,046,129.11 477,046,129.11 18.45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-124,433,232.66 -38,078,343.98 -38,078,343.98 -226.78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-127,140,230.63 -57,966,375.52 -57,966,375.52 -119.33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-400,578,589.34 -402,118,358.98 -402,118,358.98 0.3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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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0.1626 -0.0880 -0.0550 -195.64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0.1626 -0.0880 -0.0550 -195.64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-4.52% -2.85% -2.85% 下降 1.67 个百分点 

 本报告期末 
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

度末增减 

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

总资产（元） 5,067,384,513.00 3,649,498,766.16 3,649,498,766.16 38.85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4,000,773,559.01 1,489,073,077.51 1,489,073,077.51 168.68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,109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

件的股份数量 
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.79% 316,776,656 124,280,858   

建信基金－工商银行－中航信托－中航信

托•天启（2016）293 号建信基金定增投资

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
其他 4.77% 39,986,417 39,986,417   

四川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.09% 25,943,763 25,943,763   

建信基金－兴业银行－建信群星璀璨裕晋

7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
其他 2.15% 18,037,352 18,037,352   

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.94% 16,298,813 16,298,813   

东海基金－浦发银行－云南国际信托－云

南信托锦瑟年华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其他 1.94% 16,298,811 16,298,811   

四川省集成电路和信息安全产业投资基金

有限公司 
国有法人 1.78% 14,940,576 14,940,576  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富国中证军

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
其他 1.22% 10,248,816 0   

北信瑞丰基金－招商银行－中船投资发展

有限公司 
其他 1.18% 9,870,560 9,870,560   

李心 境内自然人 1.08% 9,056,880 0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

1、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，中

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；2、中国电子科技网络

信息安全有限公司和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均为中国电子科

技集团公司的全资公司；3、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

系，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一致行动人。 

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（如有） 李心参与融资融券业务，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9,056,880 股。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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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

否 

    2017年上半年，公司经营层和全体员工在董事会的指引下，紧跟新形势下的信息安全行业政策和市场趋势，围绕公司战

略布局和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，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业务，实现营业收入56,507.99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18.45%；由于公

司募投项目投入加大、引进高级技术人才导致同期费用上升等原因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-12,443.32万元，较上年同

期下降226.78%。 

    在市场开拓方面，公司坚持以行业为主线，加强业务统筹，继续巩固优势市场，加强新市场拓展，形成在多个行业领域

的竞争优势。上半年成功中标国家电子政务网络中央网络平台多个系统建设项目，在网信办、智慧交通、电力纵向加密、国

家扶贫工程等市场接连取得新的突破。公司VPN、交换机等多款产品入围《中央国家机关2017-2018信息类产品协议供货采

购名录》，成功入选CNCERT网络安全应急服务省级支撑单位，使得公司市场地位和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。 

    在技术与产品方面，公司研究院、商用密码实验室等技术研究部门重点开展云计算密码应用、大数据智能分析、5G密码

应用、新型密码算法、移动互联网安全、自主可控等核心技术研究，夯实技术基础，为未来发展注入新动能。公司积极推行

产品经理制度，有效推动研发管理模式从项目管理型向产品管理型转变，实现产品从策划、研发、试点示范到推广应用的全

生命周期规范管理。 

    在企业管理方面，公司根据业务不断壮大的发展需求，结合外部管理咨询机构的建议，实施了以市场为牵引，业务为主

线的体制机制改革和组织机构优化，完善管理制度，优化审批流程，集中管理资源，加强一体化运作。新组织机构经过近半

年运行，改革效果初步显现，有效提高了业务运行效率，进一步提升了服务保障能力，为公司实现十三五战略目标提供组织

机制保障。 

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    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——政府补助》（财会【2017】15号）修订的规定，自2017年1月1日起新增的政府补助，与

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计入“其他收益”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，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计入营业外收入，本公司将本报告期收到

的增值税退税18,351,828.58元以及研发项目开支补贴343,053.43元计入其他收益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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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
 

 

 

 

 

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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